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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今年我市将把城市有机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着力打造老旧小区改造“升级
版”，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助推洛阳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
市提供有力支撑。本报今起开设《全面实施城市有机更新 扎实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栏目，介绍全市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举措、先进经验及惠民成
果。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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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1039289

为扎实做好家风建设工作，孟津县交通运输局利用春节
这一关键节点，在全系统内开展了系列实践活动，给广大党员
干部上了生动且有内涵的家风传承课。

春节假期前，局党组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
建设系列论述，就做好春节期间家风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题研
究部署，印发了倡议书送至全系统党员干部手中。

特色家风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期间，家规家训分享、廉洁
家风教育、勤俭持家实践等系列活动在党员干部家中火热开
场，成为家庭团聚亮点。家规家训的释义重申、“十个严禁”的
现场解读、廉洁家风故事的动情讲述，让传统佳节有了更多的
文化底蕴。贴廉洁内容春联、剪莲花窗花、背廉诗……廉洁之
花在喜庆的中国节日绽放。

持续深化家风建设，答好“必答题”，做廉洁交通人，全身
心服务全县交通事业发展。在全系统人员的踊跃参与下，节
后首个工作日局机关就收集到数百条廉洁家风寄语，全体成
员也迅速由过节状态调整到工作状态，开展交通项目攻坚，以
实际行动助力现代化新孟津建设、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洛阳
都市圈建设。 （李兴喜）

传承好家风 引领好作风

本报讯（记者 赵硕 通讯员 庄汉盛）近日，《洛阳市轨道
交通禁止限制乘客携带物品目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稿》）出炉，26日前，相关部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修改意
见和建议。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
例》规定，在城市轨道交通开通前，相关规则必须进一步细化，
因此，我市公安机关和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制定《意见稿》，包含

“禁止携带物品目录”和“限制携带物品目录”两部分。

●禁止携带物品包括11类

涉及枪支、子弹类(含主要零部件)；爆炸物品类；管
制器具及具有一定杀伤力的其他器具类；易燃易爆品类；
毒害品类；腐蚀性物品类；放射性物品类；传染病病原体
类；可能干扰列车信号的强磁化物，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
物品，不能判明性质、可能具有危险性的物品类；畜禽和
猫、狗等宠物或者其他可能妨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的动物类（有识别标志的服务犬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持有、携带、运输的物品。

●限制携带物品包括4类

●锂电池（充电宝），每人累计不得超过2个（含），且
单个容量不超过20000毫安；须标识完整、清晰。

●水果刀、工艺刀、工具刀等，刀刃宽度须在10厘米
以下且包装完好（刀刃内藏或包缠紧密也可）；按规定登
记；单品限1把（件），累计不超过3把（件）。

●球棒、木棍等木质棍状物品，长度在50厘米到160
厘米，若是直径在6厘米以上的，须包装完好或有必要的
防护措施；按规定登记；单品限量1把（件），累计不超过3
把（件）。

●50度以上的白酒，其总量不得超过2千克且须包
装完好，散装酒每人限带 2 千克（含容器质量），且须用
桶、罐、瓶等容器密封。

26日前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建议

《洛阳市轨道交通禁止限制乘客携带
物品目录（征求意见稿）》出炉

15类物品禁带或限带

本报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孙怀真）记者昨日从市市场
监管局了解到，2020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工作已经开始。截至
2020年12月底，我市有市场主体55万户。凡2020年12月
31日前（含12月31日）在我市登记的各类市场主体，应当自
即日起至6月30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报
送2020年度年报，并向社会公示。

市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科相关负责人说，未按时报送年
报的市场主体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
态，在银行贷款、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
荣誉称号等事项中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如果企业在“经营
异常名录”中满3年，仍没有履行信息公示义务，将被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
社会公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公
司的董事、监事、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今年年报工作结束后，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采取“双随
机、一公开”的监管方式，随机抽取执法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
法检查人员，对公示系统中洛阳企业的年报公示信息开展检
查。如果发现有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将依法依规
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并向社会公示。

需要提醒的是，市场主体报送年报和公示信息不收取任
何费用，也不会用短信链接的方式引导操作。为了方便市民，
我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均设立了年报咨询服务电话，指导市
场主体进行网上申报，市场主体也可以携带纸质年报材料到
辖区市场监管所提交办理。

我市2020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工作
6月30日结束

自助申报或到
辖区市场监管所办理均可

昨日上午，春光明媚，记者走进龙
门山下的龙门园区河东社区，社区居民
的一张张笑脸令人印象深刻。

在文化广场上，居民周雪梅正在树
下晒暖，她自豪地说：“看，我住的小区像
不像公园？”环顾广场四周，装扮一新的
居民楼、平整的柏油路、错落有致的绿
植……的确让人仿佛置身于街边公园。

河东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它的前
身为龙门煤矿家属区，大部分楼房建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时间推移，该
社区渐渐“衰老”，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
落后，年轻人纷纷搬走，留下来的多是
老年人。

“这里离市中心远，购物、就医都不
方便。过去走在小区里，又脏又乱。”周
雪梅在这儿住了半辈子，对社区充满感
情，但居住环境令她担忧。周雪梅没有
想到，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她居住的
社区就完成了“蝶变”。

2019 年，河东社区开始进行老旧
小区改造，该社区北区、南区和东区 3
个居住区按照“组团连片、集散为整”原
则，统一实施规划、设计、改造、管理。

经过系统改造，河东社区整体面貌
焕然一新，不仅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提
升，而且居民的文明素养也明显提升。

周雪梅主动当起导游，带记者参观
社区。走在街道上，随处可见充满古韵
的外墙、亭子、扶栏……河东社区紧临
龙门石窟景区，在改造过程中，社区聚
焦历史文脉传承，注重整体风貌与景区
协调统一，已成为“山脚下院子”“景区
中社区”。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既是受
益者，也是参与者。”周雪梅说，社区征
求居民意见，根据大家的要求，围绕片
区特色，分别在南区打造文化舞台、法
治广场，在北区建设党建广场、和谐广
场，在东区建设家风家训广场，并“见缝

插绿”，形成如今“开窗见绿、出门入园”
的新局面。

随着居民楼外立面装修、水电管
网升级、道路改造、绿化提升、三线入
地、修建停车场、增设智能门禁及安监
系统等基础设施改造任务完成，河东
社区的“颜值”得以提升，“肌体”状态
也变得年轻。

社区新建的“乐养居”是周雪梅每
天“打卡”的地方。这里离居民楼不远，
楼内不仅分布着各类活动室，还提供助
浴、助餐等服务。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
中，河东社区统筹规划了包含党群、物
业、养老、教育、医疗等的一站式功能服
务片区。目前，党群服务中心、“乐养
居”、物业服务中心已投用，卫生服务中
心、幼儿园、派出所正在抓紧建设。

“功能服务片区离小区很近，不仅打
通了社区服务‘最后一公里’，还盘活了
社区资源，收益可用于补贴物业管理、居

民服务等，实现投入与收益良性平衡。”
龙门石窟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晓刚介绍，
对居民而言，幸福感的来源很具体，有地
方吃饭、看病、跳舞，办理业务快捷，居住
环境安全……这一点一滴的改变，让河
东社区成为居民心中温暖的港湾。

“在改造过程中，河东社区实现了
‘微改造、大提升’的集中集约，各片区
功能互补配套，管理服务设施合理设
置，形成‘一次投入，长久受益’的良好
局面，在后期运营中节约了管理成本。”
何晓刚说，下一步，该社区将持续推进

“党建引领、‘四治’并进、服务进社区”，
不断在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
彰显生态优势、传承历史文脉等方面下
功夫，并把改造经验逐步推广到龙门、
寺沟等“村改居”社区的征迁、改造与提
升中，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助
推洛阳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何奕儒 文/图

河东社区按照“组团连片、集散为整”原则，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老旧小区变身幸福港湾

催花牡丹在年宵花市场备受欢迎，
今年春节更是“一花难求”。据统计，截
至2月19日，今年洛阳牡丹年宵花产值
突破 5000 万元。与此同时，我市一些
催花牡丹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在技
术、营销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去”的
步伐更稳健。洛阳催花牡丹步入提质
发展“快车道”。

主动求变
洛阳催花牡丹市场走俏
“今年卖花，心情跟坐过山车似

的。”说起催花牡丹销售情况，培植催花
牡丹近20年的洛阳建涛牡丹园艺有限
公司总经理卫建涛深有感触。1 月上
旬，他培植的催花牡丹陆续投放市场，
起初销售情况并不理想。

市林业局牡丹开发管理办公室主
任张蓉辉坦言，“卫建涛的遭遇并非个
例”。春节前夕，洛阳市花企花农在本
地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培植了近40
万盆年宵催花盆栽牡丹。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生产者陡感销售压力增大，若
不能及时售出，势必造成损失。

面对市场销售僵局，市林业局组织

专班深入一线开展市场调研，准确掌握
花源、花质、花量等产品信息，组织各相
关县区主管部门收集产销信息；鼓励花
农坚定信心、转变思路，采取批零同价、
线上销售等营销模式打开市场；及时对
接媒体宣传推介，拓宽销路。进入 2
月，洛阳催花牡丹呈现出货量迅猛增
长、价格稳中有升的销售态势。

“市牡丹办组建的花情通报微信群
被一条接一条订单刷屏，我大棚的花不
到 4 天就卖光了。”卫建涛说，春节前
夕，本地花市甚至出现催花牡丹“一花
难求”的状况，电商渠道也无花可卖。

创新驱动
洛阳催花牡丹品牌更响亮

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洛阳催花牡
丹在上海、广州、昆明等地集中展示，共
庆牛年春节。在上海的洛阳催花牡丹展
览园，日最高入园人数超过2万人次，带
动洛阳牡丹元素延伸产品销量走高。

洛阳牡丹协会秘书长武琰晰介绍，
近年来，我市催花牡丹企业创新意识不
断增强，在技术、营销等方面持续发力，

“提质”“增量”同步推进，“走出去”的步

伐更加稳健。仅去年就有17家洛阳牡
丹合作社百余名洛阳人在上海培植年
宵牡丹。本地小规模培植的花农则打
破“坐等上门”“单打独斗”的传统思路，
取而代之的是抱团发展，在创新技术、
拓展销路等方面组团发力。

洛阳催花牡丹走俏，离不开现代物
流体系。“花企花农与物流公司实现了
无缝衔接，快递小哥上门取件、包装、代
发送等一系列措施，不仅增强了运力，
还降低了运输成本。”洛阳电商协会秘
书长邓华宁说，值得一提的是，物流企
业根据牡丹盆花特殊运输需求量身定
制的包装，被我市花企花农广泛应用，
为洛阳牡丹走进千家万户奠定了基础；
相关快递、物流建立的数字化运输体
系，也为牡丹盆花市场销售预估提供了
大数据参考。

提质发展
持续占领牡丹鲜花高端市场

去年，洛阳牡丹结缘“未来之城”雄
安新区，我市委派的本土专家奔赴雄安
新区提供技术支持，在当地成功培植出
数千盆催花牡丹。“我们春节前投放本

地花市的催花牡丹被抢购一空，特意留
下一部分供游客免费观赏，吸引不少人
慕名来‘打卡’。”雄安新区安新县现代
农业产业园牡丹苑负责人赵振杰说。

反季节催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近年还涌现出了规模化、专业化种植
盆栽牡丹的园艺公司。“今年8000盆催
花牡丹卖了60多万元，利润近30万元。”
老城区种植户卫险峰说，他计划扩大培植
规模，争取突破10000盆。同时，他呼吁
有关部门筹建牡丹鲜花交易专业市场，
让洛阳牡丹销售之路更便捷、顺畅。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
通过建设规模化、标准化优质种苗繁育
和种植示范基地，实现优良品种、畅销
品种专业化生产，增强批量化市场供应
能力，巩固四季盆栽牡丹生产优势地
位，持续占领全年反季节牡丹鲜花的高
端市场，使洛阳催花牡丹在提质发展

“快车道”上越走越好。
本报记者 郭学锋 通讯员 李志明

今年春节产销两旺，占领鲜花高端市场

洛阳催花牡丹步入提质发展“快车道”

近日，在汝阳县紫罗山上，绿化工人正在栽种树苗。
两年来，该县以前坪水库周边、云梦山、紫罗山为重点，实施困难地造林

2000余亩，栽植树种44.2万余株。在“挖大穴、栽壮苗、浇透水、整穴盘、覆地
膜”困难地造林经验基础上，该县今年又探索出“鱼鳞板”造林模式。该模
式可在下雨时截留地表径流，有效阻挡水肥流失，保墒保肥节约造林成本，
极大地提高困难地造林成活率。 记者 高山岳 通讯员 李景堂 摄

困难地造林用上“鱼鳞板”

26日前，若您有意见和建议，可联系市公安局轨道
交通分局，电话：0379-63133855，电子邮箱：lygdjt-
fj@163.com；市交通运输局轨道运营管理科，电话：
0379-63239079，电子邮箱：lyjtjgd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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